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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您购买本公司产品！ 
使用本仪器前请首先根据说明书最后“成套与保

修”事项进行确认，若不符合请尽快与我公司联系，

以维护您的权益。 
 

一、概述 

1． 产品概要： 

CH1200/CH1200R型线圈圈数测试仪能方便测试各种绕线线圈圈数及反映绕

线铜阻的直流电阻值（电阻测量功能仅存在于 CH1200R）。本仪器适用于电机、

变压器、发电机绕组、继电器线圈等各种类型绕线线圈的测试。本仪器具有智

能化、外观新颖、测试精度高、速度快、使用方便等特点，测量无需校准，无

需更换量程，可极大提高测试效率。 

2．  技术指标 

2.1 工作环境: 

温度    0℃～40℃ 

湿度    ≤90℅RH 

大气压  86～104Pa 

  2.2 圈数测试 

 2.2.1  圈数测试范围： 

 1 圈～30000 圈 

2.2.2  测量误差： 

被测线圈圈数范围 测量误差 

1～200 ±0.1℅±1个字 
201～1000 ±0.2℅±1个字 
1001～5000 ±0.3℅±2个字 

5001～30000 ±0.5℅±6个字 

2.2.3 被测线圈尺寸： 

内径＞4.5mm， 高度＜100mm，外径＜100mm（特殊规格可定制） 

2.3 直流电阻测试（仅 CH1200R） 

2.3.1  量程： 

自动选择 

2.3.2  测试电流： 



0.1mA、1mA、10mA、100mA 四挡自动选择 

2.3.3  电阻测试范围： 

100uΩ～20kΩ 

2.3.4  测量误差： 

电阻范围 测量误差 

0．1～0.9999Ω ±0.7℅±2个字 

1Ω～19.99Ω ±0.5℅±1个字 

20Ω～19.99KΩ ±0.3℅±1个字 

    2.4 工作电压：  

220(1±10%)V AC,  50Hz(1±5%) 

2.5 外形尺寸： 

335mm×320mm×290mm 

2.6 重量： 

约 6kg 

 

二、面板说明 

1．前面板图（CH1200R） 

 



2．后面板图 

 

下表就前后面板中所示标号进行逐一说明： 

标号 名   称 功 能 说 明 

前面板说明 
1 指示灯 断路、碰壳指示 
2 显示窗口 圈数或电阻测试值显示 

3 指示灯（CH1200R） 圈数或电阻单位指示 
4 参数按键（CH1200R） 选择测试圈数或电阻 
5 清零按键（CH1200R） 电阻测试短路清零 

6 电源开关 用于开启(1)或关闭(0)仪器输入电源 
7 相位,断路,静音按键 用于选择讯响的方式 
8 讯响状态指示灯 指示目前的讯响状态 

9 测试传感器 用于线圈圈数测量 
10 转臂 逆时针打开用于套入被测线圈 

后面板说明 

11 保险丝 用于仪器过电流保护,请使用 1A 保险丝 
12 测试端口 外接 CH26004A 连接线测试圈数或直流电阻 
13 通讯接口 用于出厂校验 

14 电源插座 用于连接 220V 电源线 
15 铭牌 标明制造单位、日期及仪器编号等 

 

三、操作说明 

1． 测量准备： 

插上电源线和测试线，打开电源开关至“1”位置，所有显示器及指示灯

应全亮，约一秒后显示器显示“TH-200”（对应 CH1200 型）或“TH-20R” （对

应 CH1200R 型）。预热 15 分钟,以保证仪器准确测试。 

2． 参数选择（仅 CH1200R）： 



根据实际测量需要选择测试内容，按“参数”键可在圈数测量或直流电

阻测量之间转换。 

3． 圈数测量 

3．1 选择讯响方式（该方式选择仅用于圈数测量方式，直流电阻测试时， 

该方式选择无效）： 

讯响方式选择分别对应“相位”、“断路”、“静音”按键及相应指示

灯。测量时如有相应设定测试情况产生，内部蜂鸣器将产生断续声响，给测

试者相应报警。 

    测试时若发生被测件与仪器外壳短路（碰壳），将会产生断续报警声响，

同时仪器左上部之“碰壳”指示灯便会点亮，显示器显示“-SH-”信息； 

按“相位”键，对应“相位”指示灯亮时，表示在测试时线圈默认相位 

相反即为“-”时有断续报警声响； 

按“断路”键，对应“断路”指示灯亮时，表示被测线圈断路（开路）

或没接通时有断续报警声响，同时仪器左上部之“断路”指示灯便会点亮。

任何时候测试开路，显示器将显示“-OPEN-”信息； 

按“静音”键，对应“静音”指示灯亮时。碰壳时仍有报警音。 

3．2 圈数测量： 

将传感器上的转臂向逆时针方向转动到适当位置（转角不能大于45度），

把被测线圈套入与仪器上部平面垂直之圈数测试传感器，将传感器转臂顺时针转动

至与垂直传感器靠拢，将测试夹与被测线圈连接，显示器所显示数值即为被测线圈

之实际圈数。重复上述过程可测试下一线圈。 

4．  直流电阻测试（仅 CH1200R） 

4．1  调零： 

将测试夹按下图方式短路，按下“清零”键用于测试电阻时清除底数。 

 

4．2 电阻测量： 

将被测电阻接入测试线，仪器根据电阻值的大小自动选择量程，LED 数



码显示器显示其测量值；在圈数测量结束后选择至电阻测量，即可读出被测

线圈之铜阻。电阻测试时并非要把被测线圈放进线圈测试传感器。 

 

四、注意事项 

1． 避免仪器周围有较大磁场，否则会影响仪器正常测试。 

2． 当被测线圈绕组自身短路时，会影响精度。 

3． 被测线圈应放置在传感器中央部分，以免影响仪器测试精度。 

4． 测试线不能从传感器中穿过，否则会影响测量结果。 

5． 测试线是易损件，仪器出现测试不准确或无法正常测试时，请检测测试线

是否断线、接触不良或其它故障。 

6． 被测件应轻拿轻放，避免撞击传感器，传感器摇臂转动不可超过 45 度，

强力转动传感器摇臂可能会造成传感器永久损坏。 

7． 运输、搬动仪器时应注意保护传感器，以免损伤。 

五、成套与包修 

1． 成套： 

开箱后请做如下确认： 

（1） 产品外观是否有破损、刮伤等不良现象。  

（2） 产品齐套： 

名称 数量 备注 

CH1200/CH1200R 型线圈圈数测量仪 1台  
电源线 1 根  

CH26004A 测试线 1 副  

1A 保险丝 2 只  
产品合格证 1 张 粘贴 
保修卡 1 张  

使用说明书 1 份  

如有破损或内容与上表不符，请立即与我公司或购买单位联系！ 

2． 保修： 

本仪器保修期两年（用户自身损坏除外），终身维修。 

因仪器结构特殊，请购买单位妥善保存好包装物，以保证返修

时包装良好。保修期内，由于使用不当或私自拆开仪器而引起仪器损坏，维修费

自理。 

 

 

常州市贝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